
Figures02 数字
２０19．11.26 星期二 责编：王勇 美编：王坚

京浙苏沪渝连续 7年领跑儿童政策创新
“中国儿童政策省级创新指数 2019”发布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

”
儿童福利快速发展

2018 年，是我国儿童福利与
保护制度建设快速发展的一年。

儿童生活保障持续提标扩
面，775.7 万儿童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有所提高；14 个省份事实无
人抚养儿童参照孤儿标准领取
补贴；儿童福利和救助保护机构
数量增加并逐步向社会开放。

儿童关爱保护取得多重突
破，最高检构建未成年人检察工
作社会支持体系，深入推进未成
年人国家司法救助；防治校园欺
凌的综合治理长效机制进一步
加强。

教育发展方面进展显著，财
政性教育经费占 GDP 比连续七
年超 4%；学前三年毛入园率提升
至 81.7%；全国 92.7%县域实现义
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特殊教育
学校 2152所，比上年增长 2.1%。

医疗健康方面加大保障力
度，13 个省份出台医疗保障和救
助政策针对儿童群体采取特殊
举措；儿童白血病救助制度进一
步完善；儿童医疗卫生资源持续
优化；残疾儿童康复救助获国家
专项政策支持。

基层儿童社会服务体系全
面铺开，多个专项政策指导儿童

社会工作发展；全国儿童主任共
计 61.53 万人， 基本覆盖所有村
（居）民委员会；专业化社会服务
财政投入持续增加。

京浙苏沪渝连续 7 年稳居
前十

指数显示，2018 年， 中国儿
童省级政策创新指数排名前十
位的省份依次是：北京、湖南、重
庆、上海、浙江、江苏、宁夏、天
津、四川、广东。 其中，东部地区
占 6 席，西部地区占 3 席，中部
地区占 1 席。

整体上， 中国儿童政策省级
创新指数 31 个省份排名整体稳
定，呈现出东部地区较好、中部地
区和东北地区居中， 西部地区有
亮点的局面，湖南、四川、宁夏等
省份近年来指数排名持续升高。

北京多项儿童政策全国领
先，儿童关爱保护优势凸显。北京
在一级指标关爱保护排名位列全
国第一，在教育发展、医疗健康、
服务机构等方面排名均进入全国
前五。 进一步加强收养登记管理
工作、规范收养行为，将留守儿童
关爱保护工作纳入财政预算，建
立跨部门、多专业的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社会支持体系。

湖南出台专项指导意见推
进儿童福利机构转型发展。 湖南
在一级指标服务机构排名位列
全国第二，在关爱保护、教育发
展等方面排名均位列全国前十。
出台专项指导意见规范儿童福
利机构的服务对象、 机构功能、
服务范围等，推进儿童福利机构
转型发展工作。

重庆建立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自然增长机制。 重庆在一
级指标生活保障、关爱保护等方
面排名均位列全国第二。 明确提
出以后每年孤儿基本生活保障
标准增长方式，将按照当年未成
年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增长
的定额同步增长，同步实施。

上海率先出台“1+2”文件鼓
励多方共建托育服务体系。 上海
在一级指标教育发展位列全国
第一，在生活保障、关爱保护、服
务机构等方面均排位列前十。 在
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 3 岁以下
幼儿托育服务“1+2”文件，推动
托幼服务的标准化发展。

浙江进一步规范政府购买
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浙江在一
级指标关爱保护位列全国第三，
在教育发展、医疗健康等方面排
名位列全国前十。 进一步规范了
政府购买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的范围与内容，明确发展目标并
完善工作格局。

江苏多措并举推动教育公平
与发展。 江苏在一级指标教育发
展与上海并列全国第一， 在医疗
健康方面排名全国第二， 在生活
保障、 服务机构等方面均排位列
前十。 加强学前教育综合奖补资
金管理， 对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免收学杂费，
加强对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

宁夏加强社会散居孤儿和困
境儿童津贴保障，明确“儿童之
家”资金来源。 宁夏在一级指标
生活保障位列全国第一，在服务
机构方面与北京等省份并列全
国第二。 加强社会散居孤儿和困
境儿童津贴保障，明确“儿童之
家”的资金来源、建设标准和服
务内容，并将督导员工作补贴纳
入年度财政预算。

天津强化出生缺陷三级预
防措施。 天津在一级指标医疗健
康方面与辽宁、广东并列全国第
一，在生活保障、关爱保护、服务
机构等方面排名均位列前十。 强
化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措施，加强
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白内
障、髋关节发育不良等出生缺陷
疾病的筛查和干预工作。

四川加强儿童福利服务指
导中心建设，建立儿童福利服务
网络。 四川在一级指标服务机构
方面位列全国第一。 提出成立
市、县两级儿童福利服务指导中
心，建立服务网络，加强社会散
居孤儿及其监护人的指导，切实
维护社会散居孤儿的权益。

广东扩展农村贫困儿童救
治病种兜底保障大病儿童。 广东
在一级指标医疗健康方面与辽
宁、天津并列全国第一，在生活
保障方面排名全国前三。 下调困
境儿童大病保险起付标准，提高
报销比例，扩展农村贫困儿童救
治病种，对前期筛查的患有大病
的困境儿童实行医疗救治兜底
保障，最高可达“全覆盖”。

省级创新五大亮点

亮点一：中西部地区孤儿基
本生活费增幅较大，过半数省份
探索将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纳入
保障范围。

各地孤儿基本生活费标准
明显提高，集中养育孤儿平均保
障标准比上年增长 10.1%， 社会
散居孤儿平均保障标准比上年
增长 8.2%，中西部地区增长幅度
大于东部地区。 过半数省份探索
建立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
活保障制度，天津、北京和上海
对于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补贴
金额全国领先。

亮点二：农村留守儿童关爱

保护工作全面推进，24 个省级人
民检察院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
检察机构。

31 个省份均将农村留守儿
童关爱保护纳入经济社会发展
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策规定和保
障措施，全国农村留守儿童和困
境儿童信息管理系统全面启用。
防治校园欺凌的工作体制和规
章制度进一步完善，24 个省级人
民检察院成立专门的检察机构
推进未成年人国家司法救助。

亮点三：优化教育财政支出
结构鼓励社会力量投入，促进教
育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6 个省份出台专项政策文件
明确提出调整优化财政支出结
构，在保持财政教育投入强度的
同时着力补齐教育短板。 12 个省
份出台专项政策鼓励社会力量
兴办教育、 促进民办教育发展。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全面
落实，特殊教育体系逐步完善。

亮点四：16 个省份搭建儿童
白血病诊疗本地服务网络，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全面建立。

16 个省份搭建本地儿童白
血病诊疗服务网络，儿童白血病
救助制度进一步完善。 31 个省份
均在本地出台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意见，多个省份因地制宜
提标扩面创新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

亮点五：湖南、四川、宁夏推
进儿童福利机构社会化转型与
发展。

湖南、四川、宁夏 3 个省份
出台专项政策文件，进一步规范
儿童福利机构的服务目标、服务
对象、资金来源、建设标准、服务
内容、 服务方法和服务流程等，
提升儿童福利机构服务水平和
精细化管理程度。

儿童政策四大发展趋势

趋势一：基层儿童社会服务
将全覆盖，专业化培训将成工作
重点。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
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
工作的意见》《民政部、 教育部、
公安部等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健

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
爱服务体系的意见》 等文件，
2020 年要在全国实现 90%以上
的城乡社区建设 1 所“儿童之
家”，全国要建设一支由 68 万名
专（兼）职儿童福利督导员组成的
基层儿童福利服务专业工作队
伍。 随着地方进一步推进基层儿
童福利与保护服务体系建设，“儿
童之家”建设、管理工作规范化以
及儿童主任（督导员）专业能力提
升将成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趋势二：建立发现举报机制将
成为儿童侵害防治工作突破点。

随着《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
会办公室关于开展中小学生欺
凌防治落实年行动的通知》《教育
部办公厅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幼
儿园） 预防性侵害学生工作的通
知》等文件的落实，地方将继续探
索创新预防性侵与儿童保护工作
机制， 儿童侵害防治工作将进入
专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建立发现
举报机制与专业队伍将成为儿童
侵害防治工作突破点。

趋势三：3 岁以下儿童托育
服务供给将加速推进。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
指导意见》为解决“入托难”、“入
托贵”问题指明了发展方向，《托
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托育
机构管理规范（试行）》的征求意
见稿明确规范了托育机构的功
能职责、托收管理、保育管理、健
康安全管理等多项内容，推动托
幼服务向标准化发展。 多举措加
强儿童托育服务供给，推动全社
会支持育儿新格局将加速推进。

趋势四：残疾儿童康复救助
制度将全面落实。

中央及所有省份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出台本地残疾
儿童康复救助制度，计划到 2020
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
相适应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
体系， 基本实现残疾儿童应救尽
救；到 2025 年，残疾儿童康复救
助制度体系将更加健全完善，残
疾儿童普遍享有基本康复服务。
各地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配
套措施将全面落实， 促进残疾儿
童康复救助工作从项目式运作到
制度化保障的重要转变。

� � 2019 年 11 月 18 日 ，由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研发、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支持的 “中国儿童政策省级
创新指数 2019”在京发布。

该指数从儿童生活保
障、关爱保护 、教育发展 、医
疗健康、 服务机构 5 个方面
挑选出 33 个评价点，对 2018
年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
31 个省份儿童政策创新进行
评价和排名， 并总结出 5 大
儿童级政策创新亮点与 4 个
儿童省级政策创新趋势 ，旨
在为各地提供具有重要参考
价值信息， 推动各地加大政
策创新力度，加强政策引领，
促进儿童事业快速发展。

� � 中国儿童政策省级创新指数呈现出东部地区较好、中部地区和
东北地区居中、西部地区有亮点的局面


